
豫国防科工办 E⒛ 17〕 43号

河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办公室

关于申报⒛1T年度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

管理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

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民爆行业主管部门,各民爆生产、销售企业:

为表彰先进,促进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稳定发展,根据 《河南

省民爆行业考核评价 (暂行 )办法》,决定对 2017年度全省民爆

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先进单位、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单位和安全

生产管理先进工作者进行评选表彰。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-、 评选范围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先进单位的评选范围为省辖市和县 (市 )

民爆行业主管部门,安全管理先进单位的评选范围为全省民爆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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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企业及生产点、销售企业及销售点,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工作者

的评选范围为省辖市和县 (市 )民爆行业主管部门、民爆生产销

售企业从事安全监管、安全管理或安全生产相关工作的人员。

二、评选指标内容

(一 )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先进单位

1.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安全生产管理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

策,切实履行民爆行业属地安全监管责任,及时制定本部门、本

区域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并认真贯彻执行。

2.认真组织开展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督查检查,督促企业及时

完成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,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,组织

应急预案演练。

3.在民爆安全生产许可、销售许可办理过程中,按照有关程

序和时限要求,严格把关,及时完成对企业申报材料的审核和上

报。

4.辖 区内民爆生产销售企业在 2017年度内没有发生安全生

产事故,没有发生民爆物品丢失被盗事件,没有发生危及社会安

全稳定的信访事件。

5.严格执行安全事故报告制度,无迟报、瞒报现象,及时配

合处理安全生产事故。

6.加强行风廉政建设,提高行政效率,热情为基层和企业服

务。

(二 )安全生产管理先进草位

1.安全生产指标: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及执行、民爆设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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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、现场安全管理、安全投入、更新改造、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

持证上岗、查出安全隐患的整改等情况。

2。 规范管理指标: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、规范企业管理、

严格经营管理、服从行业监管等情况。

3.企业发展指标:经济指标、技术进步、结构调整和一体化

发展等情况。

4.奖励事项 (见附件 4)。

5.否决项 (见附件 4)。

(三 )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工作者

1.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民爆行业安全管理有关政策规定,

切实履行岗位安全职责,在安全监管、安全管理、经营管理、技

术质量和安全生产工作中成绩突出。

2.所在部门或企业年度安全监管或安全生产工作成绩显著,

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,没有发生民爆物品丢失被盗事件,没有

发生危及社会安全稳定的事件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(一 )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民爆行业主管部门、各民爆

生产销售企业向省国防科工局民爆局报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先进单位、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单位和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工作

者申报材料。

(二 )民爆局牵头组织省国防科工局有关处室,根据申

报单位上报的统计报表和有关资料,结合安全监督检查和日

常监管所掌握的情况,按照 《民爆企业考核指标内容及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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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》(见附件 4)评选指标,对各申报单位进行打分,对推

荐人员进行审核,根据规定的比例提出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

者名额,原则上按照打分排序提出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初

步入选名单。

(三 )初步入选名单报省国防科工局审议通过后,向全

省民爆行业进行书面通报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(一 )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均可申报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先进单位,先进工作者申报名额为 1名 。

请各省辖市民爆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县 (市 )民爆

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,审

核并上报县 (市 )申报材料。县 (市 )民爆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名

额为:

县 (市 )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少于 5个的省辖市,可 申报先进

单位 1个、先进工作者 1名
;

县 (市 )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多于 5个 (含 5个 )的省辖市,

可申报先进单位 2个,先进工作者 2名 。

(二 )请各民爆生产销售企业通知所属生产点、销售点申报

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。先进工作者应向基层倾斜,

重点推荐负责安全、生产、技术、经营的分管领导或具体从事安

全管理、生产经营管理、技术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工作人员,先进

工作者推荐名额为:生产企业总部 3名 ,每个生产点 2名 ,现场

混装生产
`点

1名 ,永联公司 3名 ,每个永联分公司 1名 ,其他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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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企业各 1名 。

(三 )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民爆行业主管部门、各民爆生产

销售企业应于 12月 30日 前,向省国防科工局民爆局报送申报材

料 (原件、传真或扫描件)。 民爆行业主管部门需报送 《全省民爆

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先进单位申报表》(见附件 1)和 《全省民

爆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工作者推荐表》(见附件 3λ 民爆生产销

售企业需报送《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单位申报表》(见

附件 2)和 《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工作者推荐表》(见

附件 3)。

联 系 人 :王 玉 生  0371-65509623(兼 传 真 )

由阝箱 : honanminbaoO126。 com

附件:1。 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先进单位申报表

2.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单位申报表

3.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工作者推荐表

4.民爆企业考核指标内容及评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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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先进单位申报表

申报单位 (全称 )

zO17年主要工作成绩:

申报单位 (盖章 )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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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 标 本年完成 上年完成

销售收入 (万元)

人均年收入 (万元)

奖励加分事项 :

在安全生产、经营管理工作中成绩突出,或

单位受到行业 (市级以上)和地方政府 (县

级以上)表彰情况

积极实施更新改造,生产线和库房新建、改

造项目通过验收 (核查)情况

科技创新取得重要进展,取得专利、通过科

技成果鉴定或科技成杲获奖情况

企业在结构调整、重组整合、集团统一管理、

爆破作业一体化、多种经营工作中取得较大

进展情况

否决项 :

发生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燃爆事故情

况

发生民爆物品丢失被盗事件、发生重大质量

和污染事故、发生集体上访事件情况

生产经营发生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情况

注:销售收入和人均年收入
“
本年完成

”
填写今年⒈11月 份数据;受到表

彰、奖励或获得专利的要附相关文件或证书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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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ˉ
   推荐单位 :

全省民爆行业安全 :

生产管理先进工作者推荐表

姓 名 性 别 年 龄

所在单位 职 务

从事岗位

主要工作成绩:

推荐单位 (盖章 )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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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民爆企业考核指标内容及评分标准

一、安全生产指标 (sO分 )

(一 )民烁谈备设施及现场安全管理 (10分 )

1.建筑结构、生产线设各设施和库房安全设施符合规范标准

要求。(5分 )

2.积极推进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,生产线和库房定员、定量、

定置、标识等管理规范,现场整洁有序,消 防、防雷、防静电等

防护措施齐全有效。(5分
)

(二 )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(10分
)

1.建立健全涵盖生产经营全过程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各工

序、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。(5分
)

2.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和操作规程。(5分
)

(三 )安全投入和更新改造 (10分 )

1.认真执行生产安全费用管理制度和年度使用计划,生产安

全费用按国家有关要求提取使用。(5分 )

2.对安全设备设施及时检测、维护、更新,对不符合要求的

设备设施及时进行改造。(5分 )

(四 )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持证上岗 (10分 )

1.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岗位培训,强化员工安全操作、危险

源辨识、故障排除和应急处置等技能。(5分
)

2。 企业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应按照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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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进行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。(5分 )

(五 )查出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 (10分 )

1.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,严格隐患
“
闭环

”
管理,认真进

行治理整改。(5分 )

2.对我局组织检查提出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要全部及时整改完

成。(5分 )

二、规范管理指标 (⒛ 分)

(一 )严格遵守 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等安全生产

法律法规,认真落实行业有关安全监管措施要求,规范民爆物品

生产经营行为。(5分 )

(二 )不断加强企业管理,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,规范生

产、经营、人事、财务、分配等管理,创新管理模式,完善集团

统一管理。(5分 )

(三 )严格按规定办理民爆物品销售和购买手续,认真执行

民爆物品储存、运输有关要求,维护市场秩序,及时进行销售备

案。(5分 )

(四 )在申请许可、建设项目等审批事项和办理安全监管、

检查考核等管理事项时,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和程序,报送材料及

时、完整、规范。(5分 )

(五 )按照行业要求认真开展工作,积极参加行业组织的会

议、培训、交流等活动,并能认真执行安全生产重大事项报告规

定。(5分 )

三、企业发展指标 (⒛ 分)

(一 )销售收入 (5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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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期实巩销售收入与上年持平计 5分。销售收入同比每增长

1%加 0.2分 ,最多加 5分;每降低 1%减 0。 2分,最多不得分。

(二 )人均年收入 (5分 )

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与上年持平计 5分。人均年收入同比每

增长 1%加 0.2分 ,最多加 5分;每降低 1%减 0.2分,最多不得分。

(三 )技术进步 (5分 )

积极开展民爆新产品、新装备科研开发,推广采用先进的技

术工艺和设备,生产和库房自动化、信J急化水平得到提高。

(四 )结构调整 (5分 )

推进结构调整,优化生产销售布局、开展产品和产能调整 ,

积极促进企业重组整合。

(五 )一体化发展 (5分 )

推进民爆生产、销售、配送、爆破作业一体化经营模式,积

极开展多种经营,向 民爆相关行业扩展。

四、奖励事项 (∞ 分)

该项不作为常设指标进行考核,对年度中在安全生产、技术

进步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突出贡献的企业进行百分制以外的考

核,给予加分奖励,具体规定如下:

(一 )在安全生产、经营管理等工作中成绩突出,受到当地

县级政府表彰加 4分 ,市级政府表彰加 7分 ,省政府表彰加 10分
;

受到市级行业表彰加 4分,省级行业表彰加 7分,部级行业表彰

加 10分。

(二 )安全设备设施完好,安全管理严格规范,在工信部或

我局组织的安全检查中获得好评,排序前 5名加 10分 ,6-15名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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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分。

(三 )积极实施更新改造,生产线和库房新建、改造项目建

设完成,每通过一个项目验收 (核查 )加 5分,最多加 10分。

(四 )科技创新取得重要进展,每获得一项专利加 2分,研

发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加 5分,科技成果在市级获奖加 5分 ,

省部级以上或行业获奖加 10分。此项最多加 10分。

(五 )企业在结构调整、重组整合、集团统一管理、一体化

发展、多种经营工作中取得较大进展,酌情给予加分,最高加 10

分。

五、否决项

(一 )发生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燃爆事故:

(二 )发生民爆物品丢失被盗事件,发生重大质量或污染事

故,发生危及安全稳定的上访事件。

(三 )生产经营发生违法行为受到处罚。

(四 )未通过许可年检。

河南省国防科工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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